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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角镜

（接上期）

辽宁群众：天要变了，

好人该出头儿了

　　2009年年11⽉月6⽇日上午，辽

宁省丹丹东市振兴区法院⾮非法庭

审法轮功学员任秀芬。任秀芬

的⽗父⺟母从北北京请来两名正义律律

师为任秀芬⽆无罪辩护。

　　律律师为法轮功⽆无罪辩护的

消息，引起了了许多⽼老老百姓的关

注。⼀一⼤大早，振兴区法院正⻔门、

侧⻔门外就聚集了了许多要求旁听

的百姓。法院很害怕，安排许

多便便⾐衣特务暗地⾥里里监视，还要

求前来旁听的群众到法院⾥里里边

去登记、签字。群众毫不不犹豫

地签上⾃自⼰己的名字，并站在⻔门

⼝口等候。可意想不不到的是，到

了了⼊入庭时间，法警叫他们内部

事先安排好来助阵的⼈人站成⼀一

排，拎着⼿手机、背着挎包⼀一个

个⾛走进法庭，⽽而这些签了了字的

群众及任秀芬的家属却全被拒

之⻔门外。

　　⽼老老百姓被这⼀一场⾯面给⽓气坏

了了：这也太不不讲法律律了了！太欺

负⼈人了了！刹那间，⼈人群中象开

了了锅：“ 为什什么不不让我们进去旁

听？你们⼲干什什么⻅见不不得⼈人的事

情怕我们知道？有你们这样的

法官吗？”“ 这叫公开开庭吗？

你们是在执法吗？” ⋯⋯群众

不不断地⾼高喊着质问那些法警。

　　正好两名律律师出庭碰上。

群众向律律师揭露露振兴区法院的

丑恶⾏行行为，两名律律师站在法律律

公正的⻆角度，正告那些法警：

旁听是每个公⺠民的权利利，进去

好⼏几⼗十⼈人都是你们⾃自⼰己的⼈人，

却不不让群众旁听，不不让家属旁

听，弄弄虚作假，这是违法的。

⽽而且这些群众按照你们的要

求都签了了字了了。在律律师的警告

下，法警只让任秀芬的家属进

去四、五个⼈人。其他家属与所

有签了了名的旁听群众全被推到

法院⼤大⻔门外。

　　中共邪党对法轮功不不讲法

律律，欺压百姓，在这⾥里里⼜又⼀一次

得到⻅见证。有两名旁听群众⽓气

愤不不过，到律律师所去咨询。咨

询回来后，站在法院⼤大⻔门外⼀一

个劲地骂这些法警，⼀一直骂到

休庭。其他被关在⼤大⻔门外的旁

听群众也都在不不停地质问和责

骂那些法警，那些法警⾃自知理理

亏，谁都不不敢吱声。

　　法庭上，两名正义律律师以

确凿的事实和充份的法律律依据

将恶⼈人吴宝锁、⽣生作英与振兴

区公、检、法合谋捏造陷害任

秀芬的伪证据逐条驳回，句句句句

在理理，句句句句点到了了迫害者的死

⽳穴，令在场所有⼈人折服。最后

法院不不得不不宣布休庭。

　　律律师堂堂正正地依法为法

轮功学员说公道话，使⽼老老百姓

感到⾮非常震撼。⼀一位旁听者

说：“ 天要变了了，坏⼈人坏到头

⼉儿了了，好⼈人该出头⼉儿了了！” ⼀一

位七、⼋八⼗十岁的⽼老老⼈人对律律师

说：“ 在这法院⻔门⼝口，我不不能

⾼高呼律律师万岁，我祝福你们⻓长

寿！” 并说：“ ⽼老老天爷⼀一定会保

佑你们这些好⼈人的！”

黑龙江群众：他还配当

审判长，说不上哪天就

审判他了

　　2009年年7⽉月27⽇日，⿊黑⻰龙江

省⽅方正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⻢马

春成⾮非法开庭。辩护律律师为⻢马

春成作了了⽆无罪辩护。

　　庭审期间，审判⻓长吴少伟

多次打断律律师的辩护，不不让谈

及有关法轮功定性和国家宪法

⾃自相⽭矛盾的根本问题。

　　庭后⼈人们评论此次庭审

说：“ 不不让律律师说话，还要把律律

师清出法庭，这是开的哪家的

庭。”“‘ 只许州官放⽕火，不不许百

姓点灯’ ，⽆无法⽆无天了了。”“ 都

说天灭中共，此话不不假，这邪

党完了了。”

　　还有知根底的⽼老老百姓说：

“ 那吴少伟是个啥东⻄西，谁还

不不知道他呀！道德败坏，他

把⾃自⼰己的前妻休掉了了，娶了了

他前妻的外甥⼥女女，败坏⼈人伦

啊！”“ 吴少伟还利利⽤用职权霸占

许多房地产，还开⽯石场，谁⽤用

⽯石头要不不⽤用他的就利利⽤用职权打

击报复，是在⽅方正县⼈人⼈人恨的

⼈人物，他还配当审判⻓长，说不不

上哪天就审判他了了。”

  （待续）

让法官傻眼的辩护词（十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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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 坏人捧到九天之上，
好人踩到九地之下

　　共产党党魁的产生过程中

存在一个“劣胜优败、逆向淘

汰、恶者胜出”的机制，这一

点已经广为人知，不烦赘言。

这种“逆向淘汰机制”其实普

遍存在于共产党社会的方方面

面。为了全面控制社会，不让

任何有传统思想的人脱颖而

出，共产党控制一切社会上的

重要位置，确保其邪恶政策得

以贯彻。

　　如果中国社会是⼀一个⼈人

体，共产党就要掐住所有的⽳穴

位和经脉。什什么是⽳穴位？社会

上的重要职务和位置就是⽳穴

位。什什么是经脉？⼈人才流动的

通道就是经脉。中共惯⽤用的⼿手

法，就是逆向操作，有才⼲干、

讲道德的⼈人不不被提拔，⽽而被打

压，往下踹。拥护、追随中共

的⼈人却容易易升迁，如同经脉逆

⾏行行，这就造成了了现在中国的社

会中上层是⼀一个中共⼈人为制造

的利利益阶层。占住“ ⽳穴位” 的

⼈人往往都是共产党系统⾥里里所谓

“ 根正苗红” 的，或者是对共

产党唯命是听的⼈人。

　　很多⼈人抱怨，在今天的中

国，好⼈人吃不不开，坏⼈人很嚣

张。其实这是共产党国家的常

态：好⼈人要想吃得开，必须先

变成溜溜须拍⻢马、两⾯面三⼑刀、⼼心

⿊黑⼿手狠、⽆无恶不不作的坏⼈人！有

些专业⼈人员凭⾃自⼰己的⼀一技之⻓长

也能晋升到⼀一定位置，那是因

为其专业技能能派上⼀一定的

⽤用场，但是不不会有再向上的空

间。⽽而且很多专业⼈人员本本分

分，不不敢也不不愿过问政治。⼀一

旦他们越出共产党划定的红

线，共产党就会卸磨杀驴，绝

不不⼿手软！什什么是潜规则？这就

是今天中国最⼤大的潜规则。

　　中共建政后，建⽴立严密控

制社会的“ 单位制度”、“ 户⼝口

制度”；在农村则有“ 集体化”、

“ ⼈人⺠民公社” ，像⼀一张⼤大⽹网，

把中国社会捆得结结实实。各

个单位都有⼀一套和⾏行行政班⼦子平

⾏行行但凌驾其上的“ 党务”班⼦子。

他们当中不不少⼈人都是这副嘴

脸：⼲干业务不不⾏行行，整⼈人最在⾏行行。

　　反之，敢于说真话、坚持

原则、守本分、踏实做事、富

于人性和同情心的好人，从中

共建政之初就被系统地灭绝。

“镇反”消灭的是国民党公教

人员，其中很多是社会精英；

“土改”消灭的是农村的精英；

“三反”“五反”“资本主义改造”

消灭的是工商业的精英；“反

右”消灭的是知识界的精英；

“文化大革命”把前几次运动

没有消灭干净的再补上一刀；

1989年天安门屠杀，杀死的是

关心国计民生的“天之骄子”，

迫害法轮功打压的是按照“真、

善、忍”做好人的修炼人。每

一次运动打掉的都是中国文化

和社会的精英。

　　江泽⺠民贪污腐化、淫乱成

性，办正事毫⽆无能⼒力力，却因缘

际会，踏着六四的鲜⾎血登上权

⼒力力顶峰。 1999年年之后，⼀一⼤大

批积极迫害法轮功、追随江泽

⺠民的邪恶之徒，包括已经锒铛

⼊入狱的薄熙来、周永康、郭伯

雄和已经⼀一命呜呼的徐才厚

等，被⼤大⼒力力提拔。在江泽⺠民团

伙看来，谁⼿手上沾满法轮功学

员的鲜⾎血，谁就注定维护迫害

政策不不被翻盘，谁就是最可靠

的下属和接班⼈人。

　　人们渐渐看懂了：卖身投

靠的，升官发财；随波逐流

的，可保一时平安；正直敢言

的，或举步维艰，或死无葬身

之地，“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

脚”。“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；

谗人高张，贤士无名。”小人

得势，君子束手，整个国家被

搞得乌烟瘴气。

　　什什么样的⼈人身居⾼高位，涉

及到社会导向问题。“ 举直错诸

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 选拔诚实

正直的⼈人，安置在奸佞邪曲的

⼈人之上，会使后者渐渐变得诚

实正直。反之，把奸佞邪曲的

⼈人置于诚实正直者之上，只能

使⼈人把坏⼈人当榜样，整个社会

加速下滑。

　　“坏人捧到九天之上，好

人踩到九地之下”，这就是共

产党社会的真实写照。这不是

共产党一时的失策或社会变革

时期的失调或失范。共产党要

毁灭人，就要选择坏人做它的

急先锋，向地狱一路狂奔。

2） 鼓吹唯物主义，鼓励性
解放和一切变异现象

　　共产党⿎鼓吹唯物主义，让

⼈人贪恋物质⽣生活，追求感官享

乐和精神刺刺激，使⼈人受物欲引

诱⽽而迷失本⼼心。多少⼈人在经历

了了灯红酒绿、富贵繁华之后，

⼼心被外物塞满时，突然感觉到

精神和⽣生命的空虚？

　　很多社会不不良现象古已有

之，共产党“ ⻘青出于蓝” 之处

在于，它把⼀一切能让⼈人放纵欲

望的败坏现象当作控制权⼒力力、

最终毁⼈人的利利器器。

　　共产党对人欲望的操纵和

控制，有紧有松，一紧一松，

收放自如。先是连拥有一点私

人财产都要批斗，男女拉拉手

都是“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

风”，所有物质精神生活都限

制。然后国门打开，一切向钱

看，表面上鼓励追求幸福，实

际上是鼓励纵欲。“土包子开花

更厉害”，积蓄的欲望像开了

闸的洪水，大有冲毁一切堤坝

之势。

　　中共渐渐发现，沉溺于物

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⼤大众其实

更更好控制。它就是让你的向善

之⼼心在⼀一次次打击中死灭，让

你的旺盛精⼒力力在纵欲中耗竭，

让你的空余时间在赌博、⽹网游、

娱乐中消磨殆尽。

　　不不是在禁欲中洗脑，就是

在纵欲中狂欢；不不是在邪教教

义中着魔，就是在滚滚红尘中

迷失——共产党就是不不让你理理

智清醒地做⼀一个⼈人。 

第四章 共产邪灵 毁人不倦（下） 连载二十八

《九评》 编辑部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

辽宁群众 ：天要变了，好人该出头儿了

6 2018 年年 6 ⽉月 8 ⽇日 WWW.MINGHUI.ORG






